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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产业融合助力航空强国
——航空工业非航空民品产业发展回顾

|| 本报记者　马宁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担当
交答卷。40 多年来，航空工业牢记
航空报国、航空强国使命，不断前行，
走出了一条非航空民品改革创新的进
取之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几代航
空人，不断探索追求，坚守发展的初
心与攀登的恒心，用实际行动回答了
“为什么干”“干什么”以及“怎么干”
民品这三个基本问题，并在一次次实
践中突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回望来时路：挑战与机遇并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
同志作出了国防科技工业保军转民，
投身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重大决
策。从这一年开始，响应党中央“军
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
养军”方针，军工企业重新开始大规
模发展民用产业，航空企业开始积极
探索非航民品领域的发展之路。

1978 年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
国防科技工业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
济建设大局，走军民结合道路的战略
思想。他指出 ：国防工业设备好，技
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
到整个国民经济中去，大力发展民用
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

随后，军工企业重新开始大规模
发展民用产业，航空企业开始积极利
用军品富余生产能力，向民品“大转、
快转、全面转”，以较少投入开发了
大量民品。

1978~1988 年，是航空工业非
航空民品的起步时期。此时，军品订
货大幅下降，军工企业生存遇到前所
未有的挑战。同时，我国处在“短缺
经济”时期，民用产品的有效供给严
重不足。这一阶段，航空工业“军转民”
迅速铺开，航空企业开发的自行车、
洗衣机、电风扇、摩托车等几百种民
品投放市场，缓解了社会的物资供应
短缺，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军工企
业职工的生存问题。到 1988 年，民
品产值为 39 亿元，占总产值由 1978
年的 6% 上升至 1988 年的 74%。

1988 年，航空航天工业部成立。
航空航天工业部制定了“航空航天为
本，军民结合，军工第一，民品为主，
走向世界”的工作方针，确立了“军
转民，内转外，攻关加合作”的发展
思路。航空企业开始实施军民分线生
产，并逐渐推进产业、产品结构调整，
开展合资合作、技术引进，加强技术
改造。此间引进了摩托车、制冷产品、
大客车、微型轿车、汽车、摩托车零
部件、称重传感器等 15 种民用技术，
形成了摩托车、大客车、电冰箱、汽
车零部件、空调压缩机、纺织机械等
一批支柱产品，组建了金城铃木、金
城有限、华昌电器等一批合资公司。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进一步解放了民品开发人员的思想，
非航空民品的规模化经营有了质的提
高，形成了汽车、摩托车、制冷设备
三大支柱民品产业。1993 年，飞亚
达在深交所上市，成为航空工业以民
品为主的第一家上市公司。到 1993
年，民品产值达到 107 亿元，占总
产值的 71%。至此，航空工业非航
空民品规模化经营已逐步形成。

1993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
航空航天工业部，成立中国航空工业
总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提出“突
出主体、加强两翼、发展经济、振兴
航空”的发展方针，实施“大集团、
大产品、大商贸，高科技、高效益”

的发展战略，并于 1994 年出台促进
民品产业发展的“腾飞计划”。航空
工业开始深化国企改革，加快结构调
整，促进合资合作，形成多元资本，
启动“走出去”发展战略，取得了较
好效果，非航空民品发展走上了以市
场为导向的改革促发展的道路。

金城摩托车在南美、南亚组建合
资企业，部分经营民品的企业纷纷进
行改制，成立了很多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制公司，以此形成适应市场经济
要求的灵活管理机制。1996 年，以
军民结合业务为主的力源液压在上交
所上市，成为第一家有“番号”的上
市公司。到 1999 年，民品产值达到
263 亿元，占总产值的 75%。

1999 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
一分为二，分别组建了中国航空工业
第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
团公司。两个集团培育壮大了哈飞汽
车、昌河汽车、金城摩托、庆安压缩机、
贵航汽零、新航汽零、天马液晶显示
器等非航空支柱民品，开发了太航汽
车安全部件、成飞磁悬浮列车、柴油
电喷装置等一批科技含量高、军民结
合强的产品，非航空民品产业向高科
技产业不断迈进。到 2008 年，非航
空民品收入达到 538 亿元，占总收
入的 36%。

2008 年，航空工业重组整合。
当时，为了有效应对全球蔓延的金融
危机，国家出台了促进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
航空工业积极扩大投资规模，加快在
全国的产业布局。在非航空民品方面，
通过实施集团公司总部“放心”“放
权”“放行”及各单位“放手”“放
胆”“放量”发展，发挥军民技术同
源的优势，延伸航空产业链，形成了
专用汽车、汽车零部件、新能源、电
子信息、新材料及矿业化工、锂离子
动力电池、传统优势产业、大型成套
装备、新兴产业等九大重点产业，非
航民品产业以内生外联打造产业集群
发展。到 2016 年，非航空民品收入
达到 1238 亿元，占总收入的 33%。

2016 年，航空工业党组提出，
非航空民品要坚持“三同”（与航空
制造业“技术同源、产业同根、价值
同向”）原则，聚焦“三高”（高端装
备项目规模化、高新技术项目产业化、
高附加值项目服务化）方向，打造由
航空优势技术和优势资源推动的产业
集群，支撑航空防务，引领智能制造。
为进一步聚焦产业发展方向，非航空
民品重新划分为交通运输、电子信息、
电力电气、通用与专用装备、能源与
材料等五大产业。

航空工业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
松指出，“十三五”期间，航空工业
坚持“三同”原则、按照“三高”方
向有序发展非航民品产业，由规模扩
张向以质量效益为中心、聚焦主业“三
同三高”转变，打造由航空优势技术
和优势资源推动的产业集群。工业制
造实现创新牵引与行业地位提升。印
制电路板行业地位由全球排名前 15
名升至前 10 名，光电连接器规模效
益持续双增长，中小尺寸显示屏出货
量位居全球前列，汽车公司在中国汽
车零部件百强企业中排名第六。国家
双创示范基地建设通过评估，与一汽、
东风、中车等央企的合作进一步深化。
智能制造机器人、虚拟现实、操作系
统、激光投影等项目市场拓展喜人。

面对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市场
竞争环境以及集团公司发展战略，民
品发展的指导思想、规划目标以及实

施方案经历了不断调整的过程。航空
人的思想观念逐步由被动解决生存干
民品，向主动创新寻求新动能发展民
品转变 ；发展思路逐步由规模为主多
元发展民品，调整到以质量效益为中
心的“三同”“三高”聚焦发展产业；
发展模式逐步由项目式发展向产业化
经营转变，重点产业建立起了专业化
市场化的体制机制。

奋进谱华章：
非航空民品发展成效显著

40 多年来，非航空民品发展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有力地支撑着
航空产业的发展与航空工业战略目标
的实现。

规模与效益同步提升，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航空工业非航空民品的规
模迅速提升，效益同步增长，在“质”
和“量”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2020 年，集团公司非航空民品实现
收入 1462 亿元，占集团公司收入的
31% ；质量效益不断改善，重点企业
实现利润持续增长。近年来，在注重
规模和效益的同时，集团公司积极调
整产业结构，非航空民品的行业布局
不断优化。

领军企业逐步涌现，行业地位
不断提高。非航空民品涌现出一批国
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和一定市场影响
力的企业及产品，在细分市场的行业
地位上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共
有10余家企业进入所在行业前十位，
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与拉动作用。其
中，深南电路印制电路板系列产品的
整体排名上升至全球第 8 名 ；中航
光电的光电连接器产品位居全国第 2
名、全球第 13 名 ；天马应用于智能
手机的 LTPS|TFT|LCD 出货量位居
全球第一，车载显示 TFT 模组出货
量位居全球第一；精机科技的调角器、
宝胜的电线电缆稳居国内行业排名前
2 名，市场覆盖面与影响力正在不断
加大 ；耐世特在汽车转向系统细分市
场排名全球前 5，传动系统排名全球
前 3。

推进融合发展，积极培育“三
高”产业。坚持“三同”原则和“三
高”方向，积极协同内外部资源，深
化体制机制改革，智能装备与机器人、
虚拟现实、民用工业级无人机等领域
取得了新进展。在智能装备方面，改
革组织模式，协调航空工业制造院整
合内部高端装备研发生产力量，于
2017 年成立了智能制造装备中心，
为航空专用装备发展奠定基础。在虚
拟现实方面，成立航空工业虚拟现实
产业联盟，汇聚行业内外产、学、研、
融、用各方资源，构建研发、应用、
双创和资本运作四个平台，围绕航空
武器装备模拟仿真传统市场的同时，
主动拓展智能制造和其他民用行业市
场 ；依托虚拟现实产业联盟，围绕产
业拓展规划，以重点开发项目为抓手，
以基础共性技术和关键零组件研发为
重点，带动集团公司智能产业的全面
发展 ；组织了航空工业虚拟现实成果
展系列活动，集中展示了集团公司虚
拟现实的研究成果，吸引了航空工业
内外对虚拟现实的广泛关注，并提升
了集团公司在虚拟现实产业的行业位
势。工业级无人机方面，“翼龙”系列、
AR500 及航空工业金城复合翼无人
机在应急通信保障、气象探测、人工
增雨、物资投送、森林消防等新领域
创造了多个“第一”，在央视等主流
媒体上亮相，体现了航空担当。在天
脉操作系统、激光投影机、无人值守

智能应用、智慧城市等军转民领域，
加大研发投入和市场开拓力度，突出
核心技术优势，打造高技术高质量的
品牌形象，加速实现产业化。着眼民
品产业的未来发展，不断梳理航空优
势技术能力，开展军用航空核心优势
技术衍生谱系梳理工作，明确产业拓
展重点领域。

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体制机制
不断创新。从 1993 年飞亚达上市开
始，航空工业发展民品一以贯之地坚
持市场化方向、资本化运作、专业化
整合。非航空民品积极开展资本运作，
借助资本的力量规范公司治理，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一是整合上市。坚持
贯彻专业化整合思路，发挥上市公司
平台作用，以资本为纽带，整合集团
公司内部专业重复、力量分散、低水
平的业务能力，提升战略协同，优化
资源配置，带动产业化发展。在航空
工业 24 家上市公司中，非航空民品
为主的上市公司占到 15 家。二是多
渠道融资。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在保
证核心控制力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各
类社会资源，吸引政府、社会等各方
面投资，提升研发和生产能力。天马
在投资建线的过程中，发挥身处国家
鼓励发展的高科技产业的有利条件，
和地方政府开展战略合作，在政策、
税收、融资等方面得到大力支持。生
产线建成后，在为当地带来税收和就
业的同时，政府投资也可通过多种形
式逐步退出，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快
速发展。三是国内外并购。着眼于主
业核心能力提升，利用资本的力量，
国内完成了中航光电并购西安富士达
及深圳翔通光电、中航电测并购上海
耀华及石家庄华燕等，国外完成了对
耐世特、瀚德、大小 KOKI、海力达
等企业的并购。

非航空民品企业率先进行市场
化改革，创新激励机制，建立市场化
的分配方式。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
面，中航光电、中航电测、耐世特、
贵航股份等已经或正在实施股权激
励。在科技型企业股权激励方面，中
航联创实施了骨干员工持股。在科技
型企业分红权激励方面，西安翔迅、
洛阳隆盛、洛阳伟信等科技型企业实
施了岗位分红权激励，制造院、光电

所等科研院所实施了科技成果转化奖
励。按照非航空民品企业实施“贴身
经营”的要求，中航空管装备等企业
在成立时就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此
外，深南电路探索推行了“动力机制
变革全覆盖”，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
对核心骨干实施业务目标导向激励，
对一线员工实施薪酬总包，通过分层
分类的激励方式，解决了企业的有效
激励问题。

积极搭建平台，双创工作取得新
成效。航空工业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双
创”工作战略部署，在积极推动“航
空工业 + 互联网”双创平台建设的
基础上，逐步构建集团公司整体“双
创”体系，取得良好成效，得到国务
院领导、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充分
肯定。2014 年，航空工业成立了专
业化平台公司——中航联创，打造“中
航爱创客”品牌，推动航空优势技术
与民用产业需求相融合，与全社会创
新创业主体一道联合创新、联合创业、
联合创造。2017 年，航空工业成功
入选国家第二批双创示范基地，明确
了“五类双创基地”和“三大网络平
台”的建设内容。在“中央企业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大力推动双创工作成就展”
中，国务院领导参观航空工业展台并
对集团公司双创工作给予肯定。集团
公司各级单位涌现出陕西航空企事业
单位“小发明、小革新、小改造、小
设计、小建议”五小活动、青岛前哨
国家科技孵化器、中航国际“微创新”
等多种双创模式。

整装再出发：不断追求新的跨越

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航空工业
非航空民品成绩显著，但依然面临各
种突出问题和严峻考验。非航空民品
产业将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
集团“一心、两融、三力、五化”新
时代航空强国战略，坚持“三同”原则、
“三高”方向，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
着力激发内生动力、挖掘市场潜力、
增添微观活力，以企业培育、能力提
升、锻造长板、改革创新、产融结合
等为抓手，大力布局数字经济，打造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擎，促进航空

技术、产品和服务向符合国家和集团
战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领域延伸，
推动“十四五”集团产业拓展向高质
量发展迈进，为维护国家安全、服务
国民经济、提高民生福祉贡献力量。

到 2025 年，力争实现面向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业务布局显著优化，形
成“一新一高一服务”（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产性服务业）
三个千亿级产业群集，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车载系统、高端线缆、产业
投资与金融，以及供应链等重点产业
的行业竞争力、创新能力和质量效益
持续提升，全力支撑航空工业建设新
时代航空强国、制造强国的使命任务。

创新发展先进制造业。在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以做强做大做
优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目标，以基
础电子元器件产品为核心，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强化市场应用推广，新型
显示、印制电路板、光电连接器等支
柱业务实现全球行业领先和高质量发
展，加速推动应变电测、工业软件、
空管系统装备等业务产业化发展和竞
争力提升。在高端装备制造方面，围
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具备基础的重点
方向，加快推进产业升级与提质增效，
保持高端车载体系、高端线缆等支柱
业务在国内行业的领先地位，提升复
合材料、专用车（含方舱）、航空模
拟装备等业务的市场竞争力。

协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集
约经营、协同赋能”为原则，推动生
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
伸，推进产业金融与航空制造业深度
融合，推进供应链集成服务等业务的
标准化、品牌化建设，推进专业技术
服务形成新模式。

蓝图已经绘就，使命催人奋进。
“十四五”期间，航空工业非航空民
品产业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面向新
时代、新目标，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
砥砺奋进、开拓进取，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更加务实的精神，为实现集团
公司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为把
航空工业建设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世界一流企业贡献力量。

天马生产车间。

航空工业宝胜精密
导体连铸连轧生产系统。

国画激光投影机参展。

金城摩托助力 2020 南京马拉松。


